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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
        随着大数据、云计算、物联网的迅速崛起，我们的生活也发生了很多新的变化，而随着人工智能的

发展，又会对我们的职场和生活带来一些新的机遇和挑战。再加上5G时代即将到来，这势必会在改变我

们的生活。

        我们正处在一个信息化与智能化交集的时代， IoT、人工智能、区块链、大数据等技术创新既是信

息产业发展的阶段性成果，也是开启智能化时代的重要动因，更为关键的是，它们正彼此促进融合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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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数据、人工智能、云计算、物联网，作为当今

信息化的四大版块，它们之间有着本质的联系，

具有融合的特质和趋势。从一个广义的人类智慧

拟化的实体的视角看，它们是一个整体：物联网

是这个实体的眼睛、耳朵、鼻子和触觉；而大数

据是这些触觉到的信息的汇集与存储；人工智能

未来将是掌控这个实体的大脑；云计算可以看做

是大脑指挥下的对于大数据的处理并进行应用。

人工智能

大数据

互联网

云计算

物联网

物联网、大数据、云计算、人工智能
之间的关系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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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 人工智能简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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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人工智能的定义

       人工智能（Artificial Intelligence），英文
缩写为AI。它是研究、开发用于模拟、延伸和扩
展人的智能的理论、方法、技术及应用系统的一
门新的技术科学。
       人工智能从诞生以来，理论和技术日益成熟，
应用领域也不断扩大，可以设想，未来人工智能
带来的科技产品，将会是人类智慧的“容器”。
      人工智能是对人的意识、思维的信息过程的
模拟。人工智能不是人的智能，但能像人那样思
考、也可能超过人的智能。

概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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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人工智能的三种级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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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人工智能发展的三次热潮

第一次热潮 低谷期 第二次热潮 低谷期 第三次热潮

1956 1974 1980 1987 1993 2010

AI诞生

机器定理证明
智能跳棋程序

任务失败

机器翻译不准
定理证明乏力

专家系统

医疗专家系统
化学专家系统

研究进展缓慢

专家系统发展乏
力，神经网络研

究受阻

AI复苏

深蓝战胜
象棋冠军

AI爆发

云计算/大数
据/深度学习

Alpha GO
战胜李世石、

柯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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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人工智能第三次崛起的三大基石

数据
基础

计算
平台

算法
引擎

大量实时产生的数据为人

工智能的落地应用奠定了

基础；

通过大量数据训练人工智

能的算法模型。

深度学习对并行计算、单

位时间数据吞吐能力有更

高要求；

GPU/FPGA的发展及计算

能力的提升使得云计算平

台可以快速计算。

机器学习算法是实现人工

智能落地的引擎；

机器学习尤其是深度学习

/强化学习的完善与迭代

促成了人工智能与商业场

景的结合。

人工智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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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工智能的应用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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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人工智能的应用领域

人工智能主要应用在哪？

人工智能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，
它企图了解智能的实质，并生产出一
种新的能以人类智能相似的方式做出
反应的智能机器，该领域的研究包括
机器人、语言识别、图像识别、自然
语言处理、自动驾驶和专家系统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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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人工智能的应用领域

金融 制造业 零售 交通

客户服务 语音智能 人机交互 计算机
视觉

人工智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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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人工智能的应用

AI+交通

Ø AI+交通驱动智慧交通加速，包括增
强交通管理的智慧化以及管理以无人
驾驶汽车为代表的智能化交通设备两
个方面。

Ø IEEE报告预测，到2040年，全球上路
的汽车总量中，75%将会是无人驾驶
汽车。无人驾驶车主宰的交通系统将
不再需要红绿灯和交通标志，而驾照
也将是个过时的概念。

能与乘客对话的自动驾驶汽车

Google的无人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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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人工智能的应用

AI+智慧城市

Ø 2016年10月13日，杭州市政府公布
为这座城市安装人工智能中枢——杭
州城市数据大脑，城市大脑采用ET人
工智能芯片，将对整个城市进行全局
实时分析，自动调配公共资源。

Ø 该项目9月在萧山进行了初步试验，道
路车辆通行速度平均提升了3%至5%，
部分路段提升了11%。



15

2 人工智能的应用

AI+金融

A I 赋能风险控制到客户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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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人工智能的应用

AI+保险

保险产品创新源于大数据+人工智能。

运费险：5毛钱的保费，10块钱的保额，堪称“小而美”金融产品的典范，在大数据的助
力下，业务量以每年100%的速度快速增长。



17

中移信息AI研究实践0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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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托大数据集群能力，基于微服务理念，集中打造通用AI基础设施，提供一站式人工智能业务处理流程，包括数据预

处理、模型学习训练、模型管理、推理服务，满足生产环境下AI能力的研发测试、部署上线及业务生产等需求，提供

AI能力从孵化到应用的一站式服务。 

GPU资源 CPU资源 网络资源存储资源IT资源池

AI基础平台

资源调度服务

运营管理
服务

数据处理服务 模型训练服务 模型管理服务

推理服务

AI能力 人脸识别语音合成语音识别 图像识别 智能审计

文本

图片

视频

音频

能力提供

大
数
据
平
台

智慧营业厅

智慧运维

智慧稽核

….

业务应用

3 AI基础平台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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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I能力生产流程从原始数据入手，形成从数据预处理、模型构建到发布上线的整体业务流程，基于通用的AI算法打造，实

现业务应用的持续迭代优化。

3 AI赋能全流程

数据管理 数据预处理 模型训练 AI应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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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智慧营业厅——“潮智准轻”智慧厅

打造“潮智准轻”智慧厅店：转变营业理念，以客

户产品功能、体验等需求为中心，运营商厅店向潮

流化、智能化、精准化、轻量化发展，通过打造智

慧厅店打造品牌形象，吸引客流、提升效能。

引入新技术和新型设备，助力轻量化、物联网化业务办理。

电信线下营业厅，引入排队叫号系统、电子价签、客流统计

及人证核验等智能设备；联通智慧生活体验店，引入AR购物、

云货架、电子价签、自助业务终端、走动式业务办理终端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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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智慧营业厅——智慧营销

智慧营业厅之智慧营销：基于高清摄像头和人工智能视频处理程序，通过比对进厅用户的图像与当日基站（底库）用户

的人脸特征向量，识别出用户身份，将用户号码及图像推送至CRM前台和大数据平台，营业员即可确定用户身份，进行

有针对性地业务推荐。

客户进厅后通过摄像头捕捉客户
人脸图像，将图片送至人脸识别
统一认证平台，在之前建立好的
VIP人脸库中进行人脸比对，确定
进厅客户身份，根据客户身份对
接大数据平台、CRM、电渠等平
台，获取用户画像、业务资料等，
形成客户智能全景视图，推送给
前端业务人员或智能终端，对常
客客户进行个性化服务。

方案概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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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智慧稽核——AIRITA

基于业界领先的深度学习技术，在OCR识别和文本识别能力基础上，融合“智能客服调研”的语音语义分析能力，

连同自主研发的证照识别、语义匹配、图像识别等AI能力最新推出了——AIRITA智慧产品。



23

3 智慧稽核——AIRITA

发票识别 合同文本识别火车票识别

在线稽核服务 智能客服调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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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现机房人员轨迹跟踪、物品识别和危险动作检测，为机房安全提供可靠保障：
1、人员轨迹跟踪：对进入机房的工作人员，利用多个摄像头，进行人员轨迹跟踪，根据员工权限，系统可知该名员工的
工作区域。如果员工越权，在规定工作区域外活动，系统将发出警告。本项功能判别工作人员是否有进入机房禁区，例如
在机房内肆意走动等。

算法及问题：人员轨迹跟踪主要采用了Keras深度学习框架，结合了Yolov3算法+Karman Filter算法实现机房
人员轨迹跟踪；后续需要解决多摄像头拍摄视频中的人员轨迹连续跟踪，实时轨迹跟踪等问题。

人脸轨迹跟踪
机房监控人员轨迹跟踪 模拟机房多目标人员轨迹跟踪

3 智慧运维-机房安全监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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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现机房人员轨迹跟踪、物品识别和危险动作检测，为机房安全提供可靠保障：
2、物品识别：对机房内的物品工具进行监控，工作人员在施工时会携带工具，如有工具遗落在施工区域，容易造成风险，
所以在机房内发现遗落工具将发出警告。主要采用了Keras深度学习框架+YOLOv3算法，目前可以识别约80中基础常见物
体，正在对机房内的特有物品如，螺丝刀，锤子，线缆等做模型训练。

物品识别 机房监控物品识别检测 锤子训练识别

3 智慧运维-机房安全监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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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现机房人员轨迹跟踪、物品识别和危险动作检测，为机房安全提供可靠保障：
3、危险动作检测：采用openpose框架，划定人体18个关键点，根据肢体动作幅度对运动区域进行检测。利用st-gcn算
法对视频帧和已确定的关键点进行动作预测，目前可以对基础的运动、基础动作（拍打、开门）、日常行为进行识别，后
续加入更多机房场景下的危险性动作，及时预警。

机房监控人体关键点动作识别

人体关键点检测

3 智慧运维-机房安全监控



27

3 自制语音闲聊对话机器人

基于Python语言，采用开源的语音识别API和语料库API，实现实时语音对话机器人，它能够闲聊、做数字计算、

中英互译、讲故事、笑话、脑筋急转弯、歇后语、绕口令、顺口溜、玩成语接龙游戏，天气和日期查询，功能强大！

语音对话机器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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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人工智能在企业的应用经验

要认识到AI离我们并不

遥远，AI应用可以在企

业中落地，提供智能化

支撑，助力实现降本增

效；

企业AI应用
并不遥远

智能时代，企业要有意

识加强自身的数字化建

设，注重数据积累，计

算平台构建和AI人才培

养；

加强数字化
建设

企业要重视自研能力的

培养，充分利用开源的

代码和工具进行AI应用

的研发，满足企业内部

需求；

注重自研能力
和开源应用

企业内部积极开展在岗

革新，鼓励创新性应用

研发，从局部应用到全

局推广，形成良性循环。

鼓励在岗革新
和创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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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ANK YOU
When a cigarette falls in love with a match,it is destined to be hurt.


